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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工程学院 夏前鹏 男 软件技术 常熟理工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16软件

1、院一等奖 3分

2、院二等奖 2分
3、成绩前四 4分
4、省赛二等奖 3分
5、行指委大赛 1分
6、三好学生 1分
7、优秀学干 2次 2分

13 是

2 会计学院 曹志文 男 统计与会计核算 常熟理工学院 经济统计学 16统会4
4次一等奖学金（12）

总评成绩第一（4）
16 是

3 会计学院 陈锐 男 统计与会计核算 常熟理工学院 经济统计学 16统会4
3次总评成绩第一（4）

4次二等奖学金（8）
12 是

4 会计学院 丁玉洁 女 统计与会计核算 常熟理工学院 经济统计学 16统会2
1次总评第一（4）

1次一等奖学金（3）
2次二等奖学金（4）

11 是

5 文法学院 王婷 女 商务英语 常熟理工学院 英语 16商务英语

2016-2017-1一等奖学金3

2016-2017-2一等奖学金3
2017-2018-1一等奖学金3
2017-2018-2一等奖学金3
第九届“外研社杯”全国高职高专
英语写作大赛二等奖3
2016-2017-1总评班级第一4
2016-2017-2总评班级第一4
2017-2018-1总评班级第一4
2017-2018-2总评班级第一4

19 是

6 经贸学院 张梦晴 女 移动商务 常熟理工学院 英语 16电商3班

16-17第一学期一等奖学金、17-18

第二学期一等奖学金、16-17第二
学期二等奖学金、17-18第一学期
二等奖学金、学期总评成绩位列班
级第2名

12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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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经贸学院 徐盛苗 女 市场营销 常熟理工学院 英语 16市场营销

2017-2018年学二学期二等奖学金

学期总评成绩第二名
获中央部委办局内设机构举办的全
国性技能竞赛一等奖

9 是

8 经贸学院 郑嵘 女 市场营销 常熟理工学院 英语 16市场营销

2016-2017年第一学期荣获二等奖

学金、2017-2018年学一学期荣获
二等奖学金、2018年（新加坡）全
球品牌策划大赛中国地区选拔赛一
等奖

9 是

9 粮工学院 汪靖 女 粮食工程 常熟理工学院 应用化学 16粮工
学期总成绩班级第一4分，院二等

奖学金2分
10 是

10 会计学院 孙星妍 女 会计 淮阴工学院 财务管理 16会计8

1次国家奖学金（9）

1次省优秀学生干部（6）
4次一等奖学金（12）
1次总评第一（4）

31 是

11 金融学院 夏洋 女 财务管理 淮阴工学院 财务管理 16财务管理3班

二等奖学金3次  6分获教育部等举

办的全国性技能竞赛一等奖、获省
委办厅局（教育厅）举办的全省性
技能竞赛一等奖、学期总评成绩第
一

25 是

12 会计学院 陈子璇 女 会计 淮阴工学院 财务管理 16会计12
4次一等奖学金（12）

1次总评第一（4）
16 是

13 会计学院 李畅 女 会计专业 淮阴工学院 财务管理 16会计11

3次一等奖学金（9分）

I次总评第一（4）
中国电信奖学金
江苏省优秀共青团员

13 是

14 工管学院 王新聪 男 工商管理 淮阴工学院 工商管理
16工商企业管理

班

1.第二届全国高职高专人力资源技

能大赛特等奖等奖  +9
2.第三届全国高职高专人力资源技
能大赛特等奖等奖  +9
3.17-18-02二等奖学金   +2

14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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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会计学院 王欣怡 女 会计 淮阴工学院 工商管理 16会计3

全国高等院校（第八届）涉外会计

岗位技能大赛个人一等奖（5）
1次一等奖学金（3）
1次总评第一（4）

12 是

16 工管学院 张清华 男 工商管理 淮阴工学院 工商管理
16工商企业管理

班

1.第四届流通业经营模拟大赛一等

奖   +6
2.16-17-01二等奖学金   +2
3.16-17-02二等奖学金   +2
4.17-18-01总评成绩第二  +2
5.17-18-02总评成绩第二  +2

9 是

17 会计学院 杨懿轩 男 会计 南京晓庄学院 财务管理 16会计18

国家奖学金（9）

省优秀学生干部（6）
3次一等奖学金（9）
1次二等奖学金（2）

26 是

18 金融学院 饶琼 女 金融管理 南京晓庄学院 财务管理 16金融管理1
一等奖学金×2 6分二等奖学金×1

2分学期总评第一  4分
12 是

19 经贸学院 曹硕 女 市场营销 南京晓庄学院 秘书学 16市场营销

2016-2017年第二学期荣获二等奖

学金、2017-2018年学一学期荣获
一等奖学金、2017-2018年学二学
期二等奖学金、17-18第二学期总
评成绩位列班级第1名

11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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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工管学院 张旭东 男 工商管理 苏州科技大学 工商管理
16工商企业管理

班

1.第二届全国高职高专人力资源技

能大赛特等奖等奖 +9
2.第三届全国高职高专人力资源技
能大赛特等奖等奖 +9
3.全国高职院校企业经营分析与决
策技能大赛一等奖 +9
4.国家奖学金  +9
5.江苏省优秀学生干部  +6
6.16-17-02总评成绩第一名 +4
7.17-18-01总评成绩第一名 +4
8.17-18-02总评成绩第一名 +4
9.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二等奖
+3
10.16-17-01一等奖学金    +3
11.16-17-02一等奖学金    +3
12.17-18-01一等奖学金    +3
13.17-18-02一等奖学金    +3
14.16-17-01总评成绩第二名 +2

44 是

21 会计学院 徐尧 女 会计 苏州科技大学 工商管理 16会计25

4次一等奖学金（12）

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 创新创
业竞赛全国总决赛一等奖（5）
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 创新创
业竞赛全国总决赛一等奖（5）
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 创新创
业竞赛全国总决赛二等奖（3）
1次总评第一（4）

29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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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经贸学院 卢新阳 男 电子商务 苏州科技大学 市场营销 16电子商务2班

2016-2017学年一次一等，一次二

等
2017-2018学年两次一等
2017-2018第二学期总评成绩位列
班级第二
2018年5月获得江苏省级三好学生
2018年11月获得国家奖学金
“幸福时光网络有限公司商业计划
书”获第五届“融易孵，浩方杯”
二等奖
第二届“奥派杯”全国移动商务技
能竞赛江苏赛区二等奖

31 是

23 经贸学院 李兰迪 女 电子商务 苏州科技大学 市场营销 16电商2班

《梦幻西游商业计划书》获第五届

全国高校精英挑战赛一等奖、《“
懒”客优购商业计划书》获第五届
全国高校精英挑战赛一等奖、《造
梦空间有限公司策划书》获第六届
全国高校精英挑战赛一等奖学期
、总评成绩第一、2016-2017第一
学期一等奖学金、2017-2018第一
学期二等奖学金、2017-2018第二
学期二等奖学金

26 是

24 经贸学院 卢滔滔 男 市场营销 徐州工程学院 市场营销 16市场营销

2018高校创新创业竞赛全国一等奖

、2018（新加坡）全球品牌策划大
赛中国地区选拔赛一等奖、2016-
2017第一学期一等奖学金、2016-
2017第二学期一等奖学金、2017-
2018第一学期二等奖学金、2017-
2018第二学期一等奖学金、2017-
2018第二学期总评成绩位列班级第
2名

23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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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 经贸学院 贾宴文 男 市场营销 徐州工程学院 市场营销 16市场营销

2016-2017年第二学期荣获二等奖

学金、2017-2018年学一学期荣获
二等奖学金、2017-2018年学二学
期荣获二等奖学金、18-19第一学
期总评成绩位列班级第1名、高校
创新创业竞赛全国一等奖、江苏省
市场营销技能大赛二等奖

18 是

26 会计学院 吴梦杰 女 会计 徐州工程学院 市场营销 16会计19
3次一等奖学金（9）

1次二等奖学金（2）
1次总评第一（4）

15 是

27 会计学院 张紫荆 女 会计 盐城工学院 会计学 16会计11班

4次一等奖学金（12）

2次综合成绩第一（4）
全国财税技能大赛一等奖（5）
全国财税比赛华东赛区第一名
（6）

31 是

28 会计学院 马乐 女 会计 盐城工学院 会计学 16会计2

1次二等奖学金（2）

3次一等奖学金（9）
第二届“新道杯”全国高职“管理
会计”技能大赛省赛一等奖（6）
2018年“衡信杯”职业院校财税技
能大赛省赛一等奖（6）
3次总评第一（4）

27 是

29 会计学院 吴红响 女 会计 盐城工学院 会计学 16会计11

4次二等奖学金（8）

1次总评第一（4）
全国财税技能大赛一等奖（5）
全国财税比赛华东赛区第一名
（6）

27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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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 会计学院 党舒婷 女 会计 盐城工学院 会计学 16会计9

3次二等奖学金（6）

1次一等奖学金（3）
第二届“新道杯”全国高职“管理
会计”技能大赛省赛一等奖（6）
2018年“衡信杯”职业院校财税技
能大赛省赛一等奖（6）
3次总评第一（4）

25 是

31 会计学院 杨雨晴 女 会计 盐城工学院 会计学 16会计22

全国涉外会计岗位技能大赛一等奖

（5）      “畅享杯”全国财会
技能大赛二等奖（3）
3次一等奖学金（9）
1次总评第一（4）

21 是

32 会计学院 王羿达 男 会计 盐城工学院 会计学 16统会3

一次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 创

新创业竞赛全国总决赛一等奖
（5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
次一等奖学金（6）
2次二等奖学金（4）
1次总评第一（4）

19 是

33 会计学院 张奇 女 会计 盐城工学院 会计学 16会计24班

2次一等奖学金 （6）

1次二等奖学金（2）
1次总评第一（4）
“新道杯”全国高职管理会计技能
大赛（省赛）一等奖 （6）

18 是

34 会计学院 刘露 女 会计 盐城工学院 会计学 16会计24

全国涉外会计岗位技能大赛二等奖

（3）             “畅享杯”全
国财会技能大赛二等奖（3）、1次
一等奖学金（3）
2次二等奖学金（4）
1次总评第一（4）

17 是

35 会计学院 季金玉 男 会计 盐城工学院 会计学 16会计20
3次一等奖学金（9）

1次总评第一（4）
全国沙盘大赛一等奖（5）

16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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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6 会计学院 孟浩 男 会计 盐城工学院 会计学 16会计6
2次一等奖学金（6）

2次二等奖学金（4）
2次总评第一（4）

14 是

37 会计学院 张慧慧 女 会计 盐城工学院 会计学 16会计4

2次二等奖学金（4）

1次一等奖学金（3）
2018获全国涉外会计岗位技能大赛
二等奖（3）
2次总评第一（4）

14 是

38 金融学院 孙其飞 男 金融管理 盐城工学院 会计学 16金融管理2
一等奖学金*2 6分二等奖学金*2 4

分学期总评第一 4分
14 是

39 会计学院 王俊杰 男 统计与会计核算 盐城工学院 会计学 16统会3
2次一等奖学金（6）

2次二等奖学金（4）
1次总评第一（4）

14 是


